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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95學年度之高中生活科技課程綱要中，包含了「傳播科技」、「營建科

技」、「製造科技」、「運輸科技」、「能源與動力」、「生物科技」等六大科

技範疇，並強調同時激發學生的創意設計與製作能力(教育部，2004)。但生活科

技老師的教學困境是：在面對如此繁多而殊異的科技範疇教學時，可能因本身專

長的侷限，以致於對各科技範疇的教學，在質量上有所偏重或偏廢，難以均衡並

重。 

在筆者的教學現場中，亦面臨上述之問題，為了改進此問題，筆者嘗試以目

前一般高中現有之教學設備，採遠距協同教學之方式，藉由結合不同專長之教

師，期能發展出具體可行之方案。 

基於上述之原因，本文擬透過遠距協同教學之方式，設計出「傳播科技影片

製作活動」單元，並且在實際教學實施後，訪問協同教學之授課老師意見，並對

受教學生實施學習成效問卷調查，希藉由本文能提供生活科技教師以下資訊： 

一、95學年度高中生活科技課程中「傳播科技」之教學範例。 

二、如何善加利用學校現有之基本設備來實施遠距教學。 

三、了解透過遠距協同教學之學生學習成效。 

 

貳、本活動教學設計相關理論 

一、協同教學 

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的「課程總綱綱要」所揭示的理念中，即已明

令指出學習領域之實施應掌握統整之精神，並視學習內容之性質實施協同教學

(教育部，2006)。因此協同教學(team teaching)在近年來開始受到注意。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七年  四十卷  第一期 

 71

有關協同教學，望文生義，可說是教師共同合作來完成教學行為，然為求

更客觀之瞭解，底下將各學者所提之定義，列出並加以歸納。 

Buckley(2000)將協同教學定義為一組老師，有目標的合作一起設計課程、

課程表、課程計畫，並共同教導學生及評鑑結果、分享觀點、一起討論。 

李坤祟(2001)指出協同教學指二個或以上的教師，在一個或多個領域，整

合、發揮個人專長，來教導同一團體的學生。 

鄭博真(2002)定義協同教學為兩位或兩位以上的教育人員，組成教學小

組，共同負責一個學生團體，在一個或多個學科(學習領域)的全部或部份，共

同合作計劃、教學、評量學生或評鑑教學。 

陳鳳妹(2003)在綜合多家學者的理論後，將協同教學定義為由兩位或兩位

以上教師或科任老師，組成一個教學團或教學群，在一個或數個學科(領域)，

發揮個人專長，共同合作，設計教學計劃，協助學生並透過不同教學方式，評

鑑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活動。 

由於以上學者或相關研究對於協同教學的定義皆大同小異，茲將其綜合歸

納如圖一所示： 

 

圖一 協同教學定義 

 

而協同教學特別適用於只具單項專長，卻須擔任多項專長教學之教師。(高

紅瑛，2001)，所以協同教學即特別適用於生活科技的多項不同領域教學。 

從協同教學發展來看，協同教學並非新的教學理論，學校教師也早已熟

知，但目前仍未能被普遍採用，究其原因是囿於學校環境的主客觀因素(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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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2003)。而協同教學的困難處，在林雅萍(2004)研究指出有：不易安排共同

教學時間、學校媒體設備不足、沒有多餘的教室或空間、沒有獨立學習的設備、

相關研習或教學觀摩不足、必須花更多時間與同事共同討論、助理人員不足、

要找社區人士協助教學很困難、協助教學人員不易配合教學時間導致計畫更

改。所以本課程設計即擬將協同教學配合遠距教學，找出可行方式，期能解決

其中的一些問題。 

二、遠距教學 

遠距教學的基本概念是：學生與老師被時空所分隔，所進行的一種教學方

式，也因為學生與老師被時空所分隔，所以必須透過人造傳播媒介，來傳遞資

訊及提供互動管道。(趙美聲、陳姚真，2002)，而推其歷史，Moore(1996)指出

可推至西元1890的函授教育(correspondence education)，而隨著科技媒體的進

步，其型式亦演化至廣播、網路、視訊等型式。 

而當前遠距教學系統之發展，張盈霏(2000)指出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即時群播教學系統：以一間主播教室及一間或者數間遠端教室，老師在

主播教室授課，學生則在遠方另一個遠端教室聽課，透過錄影錄音人員

捕捉畫面及聲音，再經過高速網路傳輸，使得分隔兩地的師生間可以做

即時的交談及問答。 

(二)虛擬教室教學系統(又稱網路教學)：這一類系統則利用電腦軟體設計出一

套教學管理系統，模擬教室上課的情境；網路教學不僅是輔助教學，而

且還能「完全」取代老師在教室的講授。 

(三)課程隨選教學系統：學生可以在電腦或是裝有控制盒(SET-TOP BOX)的電

視上，將所要學習的教材透過網路取得，並且依照個人學習速度操控播

放過程，進行遠距離學習。 

另外張盈霏(2000)同時指出，其中以即時群播教學系統，其較能夠提供活

潑生動，互動性較高較佳的上課品質。但其缺點為系統設置所需費用相當昂

貴，非一般單位可以負擔的起，而且也須額外的人力負責機器設備。 

再從一般學習者與遠距教學學習者之比較來看，據陳怡穆(1998)的研究所

得，遠距教學的學習者應較一般傳統教學的學習者更為主動及自發的學習。 

綜上所述，對於大部份尚未能完全自主學習的中小學學生，由於即時群播

教學系統，是一種時間同步式的遠距式教學，老師可以即時主動的帶動學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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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所以其效果應優於其他系統，所以這也是本課程設計所採取的遠距學習方

式。 

不過一般中小學實在難以負擔起這些專業的設備及專業的技術人員，因此

本課程設計擬試著以現有基本的設備及老師本身現有之能力，來探討是否可達

即時群播教學系統之優點。 

 

參、遠距協同教學活動實錄 

一、教學活動名稱：資訊傳播科技－影像製作之無厘頭故事接龍 

二、對象：95學年度入學之屏東女中高一某班學生43人及台北市建國高中之

高一某班學生40人，共計83人為對象。此二班之生活科技課程均為同一

時段。 

三、實施方式：本活動為研究遠距協同教學，採同時間同步上課，因此首先找

出二位異地合作之教師，同一時段上課之班級，並依教師專長實施三週(6

小時)的傳播科技課程後，訪談協同教學之教師及對學生實施學習成效問

卷調查，以瞭解同步遠距協同教學之成效。 

四、課程設計 

(一)教學目標： 

1.配合高中生活科技之「傳播科技」授課範圍，並配合創意、構想與設計

以實作呈現，由老師決定之主要目標及具體教學目標如下： 

【本課程設計主要目標】 

(1)以一般高中現有之教學設備，採同步式跨校遠距協同教學之方式，

讓異校不同專長之教師亦可以合作教學。 

(2)藉由無遠弗屆的資訊網路，及日漸成熟的視訊科技，使不同地區的

學生亦能透過此管道進行教學、學習及互動，達成縮短城鄉距離及多

元化學習的目標。 

【教學具體目標】 

(1)學生能學會拍攝影片，並利用影像編輯軟體剪接影片之技巧。 

(2)實踐傳播科技系統模式（輸入→過程→輸出）。 

(3)將資訊傳播科技應用於教學環境，達到資訊融入教學的目標。 

(4)利用遠距協同教學的交流方式，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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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透過分工學習團隊合作精神。 

(6)能運用腦力激盪的方法產生創意。 

(7)體認運用表達方法的重要性。 

2.透過本學習活動可達到之高中「生活科技」教材綱要(教育部，2006)的內

容，包括底下： 

【核心課程：科技與生活】 

主題 主要內容 說明 

一、科技的本質 3.科技的系統 3-1探討科技的系統、方法、管理、評估與衝

擊。 

三、科技世界 2.科技概述 2-1瞭解傳播科技之媒體、應用、服務及其與

生活的關係。 

1. 設 計 之 意

涵、方法與

程序 

1-1 能夠在日常生活中覺察問題並思考問題

解決的方法與步驟，提出多種可行方

式，進而選擇最佳的解決方案，以達到

設計創新之目的。 

四、創意設計與

製作 

2.設計規劃與

實作 

2-1利用文字、圖表、工程圖、電腦繪圖或其

他方式，清楚的表達創意與構想，並且能

實際安排完整的製作程序。 

2-2能夠將創意、構想與設計以實作呈現。

【進階課程：科技的範疇】 

主題 主要內容 說明 

1.傳播科技與

生活 

1-1探討圖文傳播科技、電子傳播科技及資訊

傳播科技與生活的關係。 

2.傳播科技的

發 展 與 趨

勢 

2-1 探究傳播科技相關資訊軟硬體系統相關

的發展、應用及趨勢。 

3.傳播媒介 3-1探討傳播科技主要的訊息交換媒介、方式

及優缺點。 

一、傳播科技 

4.傳播流程 4-1探討傳播科技中訊息傳遞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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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主要內容 說明 

5.傳播科技與

法律 

5-1探討傳播科技所帶來的道德與法律問題。

 

7.創意與專題

製作 

7-1利用文字、圖像、聲音或電腦清楚的表達

圖文傳播科技、電子傳播科技與資訊傳播

科技相關主題之創意與構想，並且能實際

安排完整的製作程序。 

7-2能夠將創意、構想與設計以實作呈現。

(二)地點：(以下二地點同步實施) 

1.國立屏東女中生活科技教室 

2.台北市立建國高中生活科技教室 

(三)教學設備 

1.硬體： 

FTP伺服器主機(以學校原FTP伺服器或以一般電腦架設)、個人電腦(桌上

或筆記型均可)、可提供上網設備、網路攝影機、麥克風、播音器、單槍投

影機、數位相機、數位攝影機。 

2.軟體： 

Yahoo Messenger(即時通)、MSN或SKYPE等視訊軟體、影像剪輯軟體(本

課程使用Windows XP內附之Microsoft Movie Maker)、錄音程式(本課程使

用Windows內附之錄音機)、影音轉檔程式(本課程使用網路下載之

WinAviConverter軟體)。 

(四)教案 

 

 

週

次 
內容 設備 時間 備註 

一 

1.活動說明 

(1)由台北市立建國中學與國立

屏東女中同學於校園內尋找

 

數位相

機或攝

 

20Mi

n 

照片規格

1024x768 

影片以wmv

輸 入 
第一週 

過 程 
第二週 

輸 出 
第三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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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內容 設備 時間 備註 

任意景點、物件，利用數位

相機或攝影機拍攝題材，題

材不限。每一組提供三張照

片、一段１分鐘影片、一段

１分鐘旁白。 

(2)將所拍攝的題材透過網路傳

遞到FTP Server上，兩校同

學作品以資料夾方式分開存

放，可以共用。 

(3)兩校同學必需利用現有題

材，透過影像製作過程，完

成一部影片，影片時間2分

鐘，且影片中的題材必需包

含兩校同學提供的題材，劇

情需自行編寫。 

2.資料蒐集開始 

(1)劇本以腦力激盪的方法，開

始構思並編寫劇本，並配合

劇本拍攝。 

(2)於校園內尋找景點、物件，

利用數位相機或攝影機拍攝

影機 

 

 

 

 

 

FTP 

Server 

PC或 

NoteBoo

k 

 

 

 

 

 

 

 

 

 

 

 

 

 

 

 

 

80Mi

n 

為主 

 

 

 

 

 

 

 

 

如果需要另

加入旁白、字

幕、背景音樂

或其他元

素，由各組自

行決定 

二 1.檢視修正劇本。 

2.影片剪輯，並將完成之作品置

於網路上 

FTP 

Server 

PC或 

NoteBoo

k 

影像剪

100

Min 

完成之作品

格式為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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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內容 設備 時間 備註 

輯軟體 

三 分享時刻 

由屏女及建中同學輪流上台分

享各自的影片及製作心得 

PC、

WebCam

、通訊軟

體、麥克

風 

100

Min 

兩校老師先

各自播放完

影片後，再由

同學上臺發

表心得或雙

方進行線上

討論 

 

(五)評量方式： 

1.認知評量：以口頭問答、劇本及分組心得方式進行評量。 

2.情意評量：以老師觀察及學生互、自評方式進行評量。 

3.技能評量：以老師觀察及作品評分方式進行評量。 

五、活動實錄 

(一)第一週前教學準備 

1.為使活動能順利進行，雙方均加設一部FTP Server。 

2.由建國高中的FTP Server設定每日上午離峰時段，進行雙方檔案同步作

業。 

3.訂定學生作品之檔案格式為WMV，影片攝影工具為數位相機或數位攝

影機（由學生自備），剪輯軟體為Windows Movie Maker。 

4.第一週與第二週由雙方老師自行說明活動內容及素材蒐集，第三週於課

堂上進行學生作品分享與討論（採視訊同步），必需確保網路相關設備

齊全與堪用。 

(二)第一週(共100分鐘) 

1.老師對活動進行說明：使用20分鐘。 

(1)說明檔案規格、素材蒐集方法 

(2)教導ＦＴＰ軟體操作方法(如何上傳與下載檔案) 

(3)同學可以到校園中任何景點，拍攝素材，不得有腥羶色暴力⋯等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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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材。 

(4)若於課堂時間內無法完成，各組必需自行於課外時間將進度完成，不

得延誤。 

(5)第二週要實施影片實作，影片內容必需包含兩校同學拍攝的素材，將

不相關的素材剪輯成一部影片，主題不設限，內容不拘，但是必需是有

正面意義，不流於粗俗。 

(6)第三週要進行成果發表與討論，同學必需把握課程進度。 

 

圖二 遠距上課 

 

圖三 遠距上課 

2.資料蒐集開始：80分鐘 

(1)分組討論欲拍攝之題材。(10分鐘) 

(2)在老師導引之下，同學開始於校園內尋找景點、物件，利用數位相機

或攝影機拍攝。(30分鐘) 

(3)將拍攝片斷檔案轉檔格式為wmv(影片)、jpg(圖片)。(30分鐘) 

(4)將轉檔後之拍攝片斷檔案，上傳至FTP Server。(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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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週前教學準備 

1.確認雙方FTP Server內的學生作品已同步互傳至對方。 

2.加強催繳未繳交作業的組別。 

3.電腦軟體安裝確認。  

(四)第二週(100分鐘) 

1.各組自行下載兩校同學自行拍攝的素材，進行劇本撰寫與討論。(15分鐘) 

2.開始剪輯影片，以老師所教授的影片製作技巧編輯，若有素材不足之處

可以自行再製，例如配音、配樂，但是必需包含兩校同學提供的素材。 

3.完成的影片必需是wmv格式，上傳作品至指定的位置。 

4.無法於課堂上完成者，請於課外時間加強完成，務必於第三週前完成。 

(五)第三週前教學準備 

1.確認雙方FTP Server內的學生完成作品已同步互傳至對方。 

2.確認視訊連線之相關軟硬體設備妥善。 

3.加強催繳尚未繳交作業的組。 

(六)第三週(50分鐘) 

1.進行視訊同步連線(使用skype)。 

2.兩校各推選二部作品參與分享。(4分鐘) 

3.由屏東女中端先開始，由兩位老師在兩校播放屏東女中的二部推選作

品，並請作者上台發表製作的想法與心得。(每部作品5分鐘，共10分

鐘) 

4.由建國高中接續，由兩位老師在兩校播放建國高中的二部推選作品，並

請作者上台發表製作的想法與心得。(每部作品5分鐘，共10分鐘) 

5.自由發表意見時間，請同學透過視訊表達看過雙方作品之後的感想與建

議。(10分鐘) 

6.老師講評時間，兩校老師說明對整體過程的優缺點，給予建議與鼓勵。(各

3分鐘，共6分鐘) 

7.連線完成。 

8.兩校離線後，觀賞其餘未推選之作品，再進行單邊討論。(10分鐘) 

(七)課程完成後，同學上網填寫學習成效問卷。 

(八)教師進行教學後之檢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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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遠距作品分享 

六、教學建議 

(一)學習氣氛的營造，除了班級管理技巧之外，教學前之教案準備不可或缺。

而教案必須透過協同教學的老師們經過詳細的規劃後，才可使課程進行

順利，對於學生之學習才能得到較佳的成效。 

(二)學校遠距教學設備若無法提昇，只要能有良好的課程規劃，實施遠距協

同教學亦能有一定的成效。本次實錄是以最基本及陽春的配備，來進行

同步式的遠距協同教學，如果在更良好的設備之下，其教學成效應能相

對提昇。 

(三)此次是以高中生活科技的一個單元來進行研究，各位老師可進一步研究

使用在其他單元，或是國中小九年一貫之協同教學之教學。 

(四)學生在腦力激盪時，常有超乎想像的巧思出現，而且在日後可能成為製

作影片的關鍵概念，所以老師在旁導引時，必要留意這些靈光一現，出

人意表的想法。 

(五)由於學生長久以來，習慣由師長來為他們安排時間，所以在實施此同時

同步式遠距協同教學，和一般上課氣氛相近，老師可以即時主動管理學

習者的學習，但有時仍無法有效的依時程來完成預定計劃。所以若以其

他方式的遠距教學(虛擬教室教學系統、課程隨選教學系統)教學，由於

其特性較無法即時主動管理學習者，建議在中小學僅用於輔助教學較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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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遠距協同教學課程成效 

為了瞭解本課程之學生學習成效，作者在實際實施「傳播科技」單元後，另

外再訪談協同教學之教師及對學生實施學習成效問卷調查，據此來瞭解「高中生

活科技科遠距協同教學之學習成效」。 

而學生的問卷調查及協同授課老師訪談之結構式問題表，底下將說明其內容

及編輯。 

一、問卷及訪談問題內容 

根據文獻探討及教學小組討論，定出同步遠距協同教學之成效的因素，分

別為： 

(一)老師協同上課對學習效果影響部份。 

(二)遠距視訊同步上課對學習效果影響部份。 

(三)遠距協同教學課程之整體感受部份。 

然後在每一因素下擬定出題項，共計21題，至於基本資料，由於二個

班級的背景資料均十分明確，所以僅列出校別(即性別)。 

最後再依據上述之三因素21題項，以因素為單位，題項為說明，做為

協同授課老師訪談之結構式問題之參考，用以對照老師和學生對課程成效的

覺知。 

問卷初稿完成後，先請指導教授修正題義不清的題目，及刪除不適用之

題目，編製成「高中生活科技科遠距協同教學之學習成效研究問卷」之問卷

及「高中生活科技科遠距協同教學之學習成效研究教師訪談題目」二份。 

二、問卷的編輯 

學生學習成效問卷之題項編輯，以符合該題所屬之因素及配合樣本的理解

程度使用字彙，為主要二個原則。其中18題採取Likert的五點量表，將樣本

對每一題敘述，分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及「非

常不同意」五個層次；另三題採開放式問答，集中於「課程整體感受」部分；

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詳見附錄A。之後再依據此問卷，參考做為協同授課老師訪

談之結構式問題。教師訪談題目詳見附錄B。 

三、學生學習成效研究問卷結果 

在學生於網路填寫問卷完畢後，經資料處理整理後，封閉型題項結果整理

如表一，整體問卷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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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師協同上課對學習效果影響部份： 

從表一得知：由不同的老師來上課，學生不論是在課程內容及上課氣氛

的意見，由平均值看來均為同意以上(M>4,SD<1)，且從眾數中也可看出表示

正向意見，在課程內容、完成作品幫助，最多人表示同意(4)，在上課氣氛、

較有趣感覺，最多人表示非常同意(5)。 

此因素之題項在負向意見中，只有1人或2人表示不同意，所占整體比例在

1~2%間，其中在比一般上課方式有趣題項中，全體學生無人表示負向意見。 

(二)遠距視訊同步上課對學習效果影響部份： 

在此因素中，學生感覺到遠距視訊同步上課的方式，因為不同學校之學

生相互比較激勵之下，對於學習的動機、完成作品、上課氣氛，均表示同意

有提昇及正面的意義(M>4,SD<1)，而且最多人表示同意(4)或是非常同意(5)。 

此因素之題項在負向意見中，只有1到3人表示不同意，所占整體比例在

1~3%間。其中「透過遠距學習方式，能使我瞭解他校學生對同樣課程的不

同想法」題項中，全體學生無人表示負向意見，顯示透過遠距視訊同步上課

的方式，激勵學生上課興趣是明顯的。 

(三)遠距協同教學課程整體感受部份： 

學生的問卷結果顯示出，是收獲良多及喜歡此次的課程的(M>4,SD<1)，

而且各題項最多人表示同意(4)或是非常同意(5)。 

此部份之題項，只有1到4人表示負向意見，所占整體比例在1~4%間。

其中「整體而言，我喜歡此次的課程」的題項中，全體學生無人表示負向意

見。顯示全體學生均喜歡這樣的上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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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高中生活科技科遠距協同教學之學習成效研究問卷調查統計表 

平均數M 標準差SD 眾數 

老師協同上課對學習效果影響部份  

我覺得同一門課由不同的老師共同來上課，不會讓

我對於課程內容感到困惑。 

4.01 .63 4 

我覺得同一門課由不同的老師共同來上課，對於我

完成作品是有幫助的。 

4.10 .69 4 

我覺得同一門課由不同的老師共同來上課，使我能

更瞭解課程的內容。 

3.99 .72 4 

我覺得同一門課由不同的老師共同來上課，上課氣

氛更好。 

4.27 .83 5 

我覺得同一門課由不同的老師共同來上課，比一般

上課方式有趣。 

4.46 .69 5 

遠距視訊同步上課對學習效果影響部份    

我覺得透過遠距視訊同步上課的方式，能提高我對

課程學習的動機。 

4.30 .76 5 

我覺得透過遠距視訊同步上課的方式，能讓我體驗

資訊傳播科技在生活中的實用性。 

4.40 .75 5 

我覺得透過遠距學習方式，能使我瞭解他校學生對

同樣課程的不同想法。 

4.48 .59 5 

我覺得透過跨校遠距學習方式，可以對我產生學習

的良性競爭與激勵作用。 

4.10 .77 4 

我覺得透過遠距學習方式，和他校學生合作，對於

我完成作品是有幫助的。 

4.17 .81 4 

我覺得透過遠距學習方式，和他校學生共同上課，

上課氣氛是很好的。 

4.35 .67 4 

我覺得遠距教學方式的學習效果，對我而言，優於

一般上課方式的學習效果。 

4.06 .8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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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高中生活科技科遠距協同教學之學習成效研究問卷調查統計表 

平均數M 標準差SD 眾數 

我覺得遠距教學的方式能持續增強我的學習動機。 4.08 .74 4 

我覺得遠距教學的方式上課比一般上課方式有趣。 4.43 .72 5 

遠距協同教學課程整體感受部份    

我個人在此次的課程裡，我的收獲良多。 4.06 .74 4 

整體而言，我喜歡此次的課程。 4.33 .63 4 

若可以自由選課，我願意選修類似此次的課程。 4.11 .88 5 

我願意推薦他人修習此次的學習方式課程。 4.23 .67 4 

 

(四)遠距協同教學課程整體感受開放題項部份 

1.在此次的學習課程過程中，你認為你最大的收獲是什麼？ 

在此部份的填答中，經作者分析後學生意見可分為四類的反應，分別如

下： 

(1)和他校交流(57人次填寫占全體68.67%) 

＊知道其他學校學生的想法,一起分享討論,改近自己缺點，更進步。 

＊同一張照片，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想法，做出來的作品也會有不一

樣的感覺。 

＊能和不同學校的人分享彼此的想法，可以從別人不同的想法中學習，

去蕪存菁的修正自己的想法。 

＊或許他們是在屏東吧，在電腦上的認知和我們台北人不太一樣。不同

的想法，做出不同的作品。 

＊刺激自己作業的動力，上課也更加專心。 

(2)學習影片拍攝剪輯技巧(38人次填寫占全體45.78%) 

＊學習到如何用電腦後製影片。 

＊學習到如何製作影片，對我來說算是收穫很大，因為上這門課之前完

全不知道有這類的程式可以運作。 

＊交換各自的靈感，體驗各種不同的拍片風格。 

(3)喜歡及更了解生活科技(7人次填寫占全體8.43%) 

＊驚訝於原來還能這樣上課，感覺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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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生活科技實用性。 

(4)學會團隊精神(3人次填寫占全體3.45%) 

2.在此次的學習課程過程中，你認為你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在此部份的填答中，經研究者分析後可分為四類的反應，分別如下： 

(1)影片拍攝、後製的技術能力不足。(36人次填寫占全體43.37%) 

＊電腦操作懂得不夠多，想像力不夠豐富。 

＊在寫劇本時，要考慮許多東西，只要劇本沒有擬定好，做影片時就會

遇到了許多的困難。 

＊在此次學習過程中，我覺得最困難的方面是佈景的方式，因為要思考

許多因素，使這個過程變得更加困難，還好現在已搞清楚不少。 

＊在一些技巧上，比較不了解，例如如何介紹自己的東西讓大家了解，

使大家產生共鳴。 

(2)設備不足或不良。(26人次填寫占全體31.33%) 

＊網路的阻塞都是導致短片成果不良的重要原因。 

＊常常斷線，然後稍微動作都會比較慢，甚至是聲音影像不同步。 

(3)課程時間太少。(25人次填寫占全體30.12%) 

(4)團隊不合問題。(4人次填寫占全體4.8%) 

3.你覺得在這次的學習過程中，有哪些可以再加強的（教學設備、課程等

等） 

在此部份的填答中，經研究者分析後可分為四類的反應，分別如下： 

(1)設備。(62人次填寫占全體74.7%) 

(2)自已的影片拍攝、後製的技術能力。(8人次填寫占全體9.6%) 

(3)時間太少。(12人次填寫占全體14.56%) 

(4)課程內容。(6人次填寫占全體7.2%) 

＊在製作影片之前，可以多給我們一些意見，例：影片最好要「有動有

靜」比較好...等。 

＊另外這個不能算是老師的問題，遠距離的課程容易讓系統出問題，上

課時頻頻停下，影響進度~。 

＊課程可以多安排幾次，讓每次上課內容可以連結的更緊密一些，讓學

習更加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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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已經不錯。(5人次填寫占全體6.02%) 

四、訪談授課老師內容 

此次共同授課的老師有二位，底下以A、B老師代表。 

(一)老師協同上課對學習效果影響部份： 

A老師： 

學習氣氛的營造，除了班級管理技巧之外，教學前之教案準備不可

或缺。而教案必須透過協同教學的老師們經過詳細的規劃後才可使課程進

行順利，對於學生之學習才能得到較佳的成效。 

在此課程過程中，屏女與建中老師先擬定實施草案，再透過三次遠

距即時互動討論教案實施流程及教案之缺失改進，達成共識後才實際運用

於教學。如此一來，學生較有遵循的依據，且不會導致雙方教學進度不同

甚至脫節的現象。 

最後，從學生上課情形反映出學生對這一課程的喜愛，並樂在其中，

同時又能完成老師交付的任務。因此，我個人認為透過這次的遠距協同教

學，對學生之學習成效是有加分的效果。 

B老師： 

學生會比較好奇於新事物的嚐試，看另一個老師帥不帥、美不美，

女同學正不正。所以關於能否幫助學生對於課程內容，我持中性看法。另

由於限於設備與頻寬的限制，無法有效地傳遞兩邊互動的氣氛。如果有更

好的攝影機(可以同時出現四個以上的畫面)與頻寬，或許可以對學生完成

作品有幫助。 

小結： 

二位老師在於「老師協同上課對學習效果影響」這部份，所呈現的是

肯定的態度，不過和學生的反應比較，老師的看法卻是較偏中性的，而且

認為良好的課前準備及設備，才是影響學生學習效果的主要因素。 

(二)遠距視訊同步上課對學習效果影響部份： 

A老師： 

因為這樣的上課方式從來沒有嘗試過，對學生而言是新鮮的，對於

學生學習動機的提高是有幫助的，而且學生會樂於與他校學生互動，有自

覺性的希望自己的作品不輸別人，這可以使學生瞭解他校學生對同樣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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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想法。並產生良性競爭與激勵作用。另外，學生透過和他校學生合

作，在不同的想法經過腦力激盪後，產生的火花是意想不到的。 

至於學生和他校學生共同上課，上課氣氛變好、比一般上課方式更

顯的興致盎然，但這可能只是因為新鮮度而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氣氛，

所以如果教學者可以不斷創新，學生的學習動機、氣氛應該可以持續。 

最後，對於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是否優於一般上課方式的學習效果

呢？個人持保留態度，因為不同的教學方法，會有不同的學習效果，不見

得優於其他教學方法，但是這是很好的教學方法之一。 

B老師： 

男校與女校的合作，在學習態度上引起男校學生求好表現，效果十

分明顯，而上課氣氛變很好、學生也覺得比一般上課方式有趣多了。也因

此優於一般上課方式的學習效果。 

不過，由於此次課程時間太短，無法空出時間，讓學生撰寫心得分

享彼此的想法。否則應該可以使學生更瞭解他校學生對同樣課程的不同想

法。 

小結： 

不同學校利用遠距而共同上課，所產生的激勵作用，二位老師均持正

面肯定的看法，不過其中一位老師提出，這也可能是因為新鮮感所導致，

所以如果要持續此學習態度、氣氛，教學者仍需不斷創新。 

在學習態度、上課氣氛方面，二位老師的觀察略有差異：男同學和異

性同學一起上課，比女同學和異性同學一起上課，意願與興致更為昂揚。 

(三)在透過遠距協同教學老師之專長互補作用部份： 

A老師： 

在此次的課程過程中，我認為老師之不同專長是可達互補作用。因

為一位老師再如何進修，總有專長不足之處，尤其生活科技科包含數種不

同專業領域，教師僅能熟悉某些特定領域，其餘領域僅能涉獵，無法通盤

瞭解，透過協同教學的方法可以補足此一缺點，並能促使學生的學習更完

整。 

此外，此次的遠距協同教學對於我專業提昇有作用明顯的作用。所

謂教學相長，即在於教者與學者之間的互動。協同教學教師可以透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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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方法與觀念，互相激盪出新的思維，產生更新、更有效的教學方法，  

對教師的專業提昇當然有助益，個人認為在這次活動後，收獲不少。 

B老師： 

在遠距協同教學的過程中，參與的老師們可以有觀摩學習的機會，

透過內化後，可以達到某種程度的互補作用。而且遠距協同教學事前的準

備與溝通，就可以讓老師們在創意的激盪與問題的解決，也能達到互補作

用。 

我肯定這種模式是可以提昇我的專業。像A老師的教學理念與態度

是值得我加強學習的對象。且A老師在網管領域豐富的經驗與知識，更

是直接幫助我們，拓展更新的教學領域。 

小結： 

由二位授課老師的談話中，可以明顯感受到二位老師都覺得，透過遠

距協同教學不但可以達成專長互補作用，更可以提昇自己的專業。 

(四)遠距協同教學課程整體感受部份： 

A老師： 

在此次的課程過程中，網路頻寬不足，致使影像、聲音傳輸效果不

佳，直接壓縮了互動的功能是最大的困難，如果再加強視訊傳輸設備（包

含網路攝影機、電腦、網路速度）、教案的更完備設計、學生剪輯影片(此

次使用最陽春的Windows Movie Maker)、行政支援經費與設備，對於整個

課程一定可有更進一步提昇。 

整體而言，教學過程及結果是滿意的，重要的是學生的學習過程愉

快，成果令人滿意。如果未來要持續推動，軟硬體設備的加強刻不容緩。 

B老師： 

在此次的課程過程中，我認為最大的困難是人力與設備。需要有更

好的視訊設備與頻寬。也需要適當的人力來操作機器，如同拍影片的導播

一般的掌控全程。所以可以再加強頻寬，再來是多點的攝影機補捉。 

我個人認為教學方法有了新嘗試，再不斷地的努力與堅持，一定會

有好的成果。老師們認同與改變比課程的難易度或實用來得重要。換言

之，老師不認同，那教學成效多多少少會打個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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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在對於「遠距協同教學課程整體感受」部份，二位老師對於教學過程

及結果是肯定或滿意的，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果亦表肯定。不過卻對於設備

(特別是網路頻寬)略感遺憾，期能改善。 

 

伍、結語 

綜合本課程設計的發現，作者歸納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學生對於生活科技科之遠距協同教學課程整體感受，表現出正面的看法。 

二、授課老師對於生活科技科之遠距協同教學課程的學生學習成效，大體而

言，持肯定的看法。 

三、以目前的生活科技教室，在不增加設備之狀況下，可以實施遠距協同教學

課程，但學生及授課老師們均同時表示設備有提昇的空間及需求。 

四、不同學校利用遠距而共同上課，所產生的激勵作用，同學及授課老師們均

持正面肯定的看法。 

五、授課老師均肯定透過遠距教學，可以讓異地不同專長之老師進行協同教學

而有良好的成效，且也可以增進教師的專業成長。 

综言之，本教學活動所採用的遠距協同教學方式，不僅符合普通高級中學

必修科目「生活科技」教材綱要；且在實際教學後，學生的反應熱烈，學習成

效也頗為良好。不過對於從未施實過遠距協同教學方式的老師，可能會認為此

方式有些許的困難，但經本課程經驗來看，只要能有良好的課程規劃，以及不

斷地的努力與堅持，一定會有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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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 

高中生活科技科遠距協同教學之學習成效研究問卷 

親愛的同學，你好： 

此問卷主要瞭解你在這次的「同步式跨校遠距傳播科技教學」課程的學

習成效，透過下面的幾個問題，可以提供給老師寶貴的意見，作為類似的課

程改進的參考，謝謝！ 

問卷中你所回答的資料只會用來做課程改進的研究，不會讓其他人看到

你所回答的資料，所以請你放心的根據你自己心中真正的想法來回答。 

感謝你的回答，由於你如此認真的回答，會對這個課程改進的研究有很

大的貢獻。 

敬祝 

學業進步 

黃再鴻、陳文進老師 

中華民國95年11月 

 

 

請在下列每一題的選項中選擇和你所認為最接近的答案，在格子前面打ˇ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一)老師協同上課對學習效果影響部份 

1 我覺得同一門課由不同的老師共同來上課，不

會讓我對於課程內容感到困惑。 

□ □ □ □ □

2 我覺得同一門課由不同的老師共同來上課，對

於我完成作品是有幫助的。 

□ □ □ □ □

3 我覺得同一門課由不同的老師共同來上課，使

我能更瞭解課程的內容。 

□ □ □ □ □

4 我覺得同一門課由不同的老師共同來上課，上

課氣氛更好。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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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5 我覺得同一門課由不同的老師共同來上課，比

一般上課方式有趣。 

□ □ □ □ □

(二)遠距視訊同步上課對學習效果影響部份 

6 我覺得透過遠距視訊同步上課的方式，能提高

我對課程學習的動機。 

□ □ □ □ □

7 我覺得透過遠距視訊同步上課的方式，能讓我

體驗資訊傳播科技在生活中的實用性。 

□ □ □ □ □

8 我覺得透過遠距學習方式，能使我瞭解他校學

生對同樣課程的不同想法。 

□ □ □ □ □

9 我覺得透過跨校遠距學習方式，可以對我產生

學習的良性競爭與激勵作用。 

□ □ □ □ □

10 我覺得透過遠距學習方式，和他校學生合作，

對於我完成作品是有幫助的。 

□ □ □ □ □

11 我覺得透過遠距學習方式，和他校學生共同上

課，上課氣氛是很好的。 

□ □ □ □ □

12 我覺得遠距教學方式的學習效果，對我而言，

優於一般上課方式的學習效果。 

□ □ □ □ □

13 我覺得遠距教學的方式能持續增強我的學習動

機。 

□ □ □ □ □

14 我覺得遠距教學的方式上課比一般上課方式有

趣。 

□ □ □ □ □

(三)遠距協同教學課程整體感受部份 

15 我個人在此次的課程裡，我的收獲良多。 □ □ □ □ □

16 整體而言，我喜歡此次的課程。 □ □ □ □ □

17 若可以自由選課，我願意選修類似此次的課程。 □ □ □ □ □

18 我願意推薦他人修習此次的學習方式課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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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9 在此次的學習課程過程中，你認為你最大的收獲是什麼？ 

20 在此次的學習課程過程中，你認為你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21 你覺得在這次的學習過程中，有哪些可以再加強的（教學設備、課程等

等）： 

※問卷結束※ 請務必再檢查有沒有漏填的，謝謝你的協助！ 

註：本問卷在研究實際實施時，以網路填答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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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Ｂ 

高中生活科技科遠距協同教學之學習成效研究教師訪談題目 

(一)老師協同上課對學習效果影響部份，請您針對下列項目給予寶貴意見 

您覺得同一門課由不同的老師共同來上課： 

能否幫助學生對於課程內容更瞭解? 

能否幫助學生完成作品? 

能否使上課氣氛更好、比一般上課方式有趣? 

(二)遠距視訊同步上課對學習效果影響部份，請您針對下列項目給予寶貴意

見 

您覺得透過遠距視訊同步上課的方式： 

能否提高學生對課程學習的動機？ 

能否使學生體驗資訊傳播科技在生活中的實用性？ 

能否使學生瞭解他校學生對同樣課程的不同想法？ 

能否使學生產生學習的良性競爭與激勵作用？ 

能否使學生透過和他校學生合作，對於完成作品的幫助？ 

能否使學生透過和他校學生共同上課，讓上課氣氛變好、比一般上課方式有

趣？ 

是否優於一般上課方式的學習效果？ 

是否能持續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 

(三)透過遠距協同教學老師之專長互補作用部份 

在此次的課程過程中，您認為老師之不同專長是否可達互補作用？ 

在此次的課程過程中，您認為老師之對於你專業提昇有無作用？ 

(四)遠距協同教學課程整體感受部份 

在此次的課程過程中，您認為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在此次的課程過程中，您認為有哪些可以再加強的（教學設備、課程、行政

協助等等）？ 

在此次的課程過程中，您的心得？ 

 


